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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你献过血
吗？你被收过用血补偿金吗？从6月1日
起，修订后的《重庆市献血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将正式施行，按照修订后的《条
例》，用血补偿金将不再收取。5月29日，
市卫计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献血者在临
床用血时，将免交采供血成本费。

取消用血补偿金

据了解，按照我市现行《条例》，未履行
献血义务的公民以及单位未完成上年度献
血计划的、无工作单位的、外地来本市就医
的公民，临床用血时按照采供血成本费的3
倍支付用血补偿金，这就是用血补偿金制
度。

“也就是说，没献过血的人要用血，费
用要高一些。”市血液中心副主任欧阳熊妍
举例说，以200毫升血为例，没献过血的人
需要交210元的采供血成本费，即用于血液
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环节的成本费，此
外还要交用血补偿金。“虽然《条例》上规定
的是3倍，但在实际操作中是按照1-3倍在
收取，也就是在210元的基础上，另外最低
要交210元，最高则是630元。”

按照修订后的《条例》，用血补偿金被
取消，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用血者的负担。

献血者免交采供血成本费

为了鼓励更多人加入到献血队伍中

来，修订后的《条例》对献血者的“福利”进
行了修改。

在现行《条例》中，献血者凭本人居民
身份证和在本市献血的无偿献血证书，在
献血后五年内，可免费使用献血量3倍的血
量，如果是献血5年后，可免费使用献血等
量的血量，其家庭成员自献血之日起10年
内按献血量等量免费医疗临床用血。

修订后的《条例》则取消了献血者临床
用血免交采供血成本费的数量及年限限
制，同时还取消献血者直系亲属按献血者
的献血量等量使用的年限限制。

“这就意味着你只要成功地献一次血，
用血终身免费。”欧阳熊妍说道。

出院时直接报销采供血成本费

据了解，按照现行《条例》规定，采供血
成本费由医疗机构先行代收，符合免交条
件的，由用血者凭相关材料到献血的血站
申请退还。

这样一来，程序比较复杂，让不少人有

怨言。
因此，修订后的《条例》对核销用血费

用的方式进行了调整，即：市内就医的参
保献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医保定
点医疗机构用血，按医保政策报销后，剩
余部分由就诊的医疗机构核销；未参保的
献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用血，由医疗机构全额核销；献
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非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用血的，由就诊的医疗机构全额
核销。市外就医的献血者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属于参保对象的，按异地医保政
策报销采供血成本费用后，剩余部分由发
放无偿献血证的采供血机构核销；不属于
参保对象的，采供血成本费用由发放无偿
献血证的采供血机构核销。

市卫计委副主任周林解释说，这意味
着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在出院时就能直接报
销，不用再跑腿了。

欧阳熊妍提醒说，市民在住院需要用
血时，医生会让你签署输血同意书，这时就
可以向医院提供献血证，如果是亲属，则还

要提供身份证明，在出院时办理核销的时
候会更快一点。

每个区县至少设立1座献血屋

献血车、献血方舱，这是市民熟悉的无
偿献血场所，在不久的将来，重庆还将出现
献血屋。

在市卫计委编制的规划中，每个区县
（自治县）应当至少设置1座献血屋，逐步改
善我市自愿无偿献血主要依靠流动采血
车，而流动采血车空间又很局促的现状，努
力为献血者提供更好的献血环境。

“献血屋将实行统一标识、统一风貌，
目前正在设计中。”周林说，尤其是在消毒
等安全设置上，将保障广大献血者的安全。

修订后的《条例》还增设了发生临床用
血供应紧张、突发事件或重大事件需要紧
急备血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
织动员本单位适龄健康公民自愿无偿献血
的规定；同时，我市还将通过购买保险的方
式保护献血者和无过错用血者的利益。

用血补偿金将不再收取
重庆新献血条例6月起施行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5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长江师范学
院获悉，该校举行了第二届“中国土司论坛”暨秦良玉研讨会。论坛
上，来自北京、云南、贵州、湖北等11个省（市）的30家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文博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对土司制度的文化历史研究等问
题作出了研讨。由长江师范学院联合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历时4年研
究出版的500万字《秦良玉史料全集》也举行了首发仪式。该全集是
目前全国关于秦良玉最全面、规模最大的史料搜集。

出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的秦良玉，是明朝末年的著名女将
军，先后参加过平播之役、抗击后金军队南下、平定奢崇明叛乱等战
役，战功至一品诰命夫人，极具传奇性，是唯一以军功载入《明史》的
女将军。

此次长江师范学院联合石柱方面所出版的《秦良玉史料全集》，共
6卷，500万字，历时4年时间研究，搜集了关于秦良玉的大量史料，包
括《明史》《清史稿》等正史，还汇集了不少秦良玉所著的文章、家传和
国内外研究秦良玉的文献资料。“相比以前的秦良玉史料集，本套全集
视野更广阔，史料考证更准确，研究文献也更丰富。”该校乌江流域社
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彭福荣介绍，这套史料除了历史资料、研究
论文等学术资料外，还包括海内外围绕秦良玉创作的小说故事、戏剧
曲艺、诗歌散文、影视剧作等作品，堪称目前全国关于秦良玉最全面、
规模最大的史料搜集。

《秦良玉史料全集》首发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5月29日，渝中区正式启动为期6个
月的“母城匠心”活动：深度挖掘非公经济领域的30名匠人故事，并
向全城招募首批10名母城文化记录者。

作为重庆的母城，渝中区不仅承载着城市的记忆、延续着城市
的文脉，更见证着重庆民族工商业家和原工商业者的奋斗史、民营
经济在这里孕育、生根、繁华等过程。目前，渝中区共有企业24174
家，其中民营企业就达20367户，占全区企业的84.3%。

“我们开展‘母城匠心’活动，就是为了推动渝中非公经济产业
提档升级，助推渝中经济高品质发展。”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母城匠心”活动将从6月份一直持续到11月份，其间将通
过寻访母城匠心活动、老街庙会匠人展示、我为母城匠心代言互动
H5等不同形式，深度挖掘渝中区行业匠人，传递匠心精神，打造品
质国货，创建匠人社群，探索母城文化背景下的民营经济转型发展
新模式。

“母城匠心”活动主要开展匠人推荐、写手征集、网友体验、老街
庙会4项子活动。渝中区将面向全市公开征集首批10名母城文化
的记录者，深度挖掘这些匠人的故事与他们匠心独具的产品，并在

“母城匠心”微信公众号与相关媒体推广。

渝中区启动“母城匠心”活动

全城招募首批母城文化记录者

据新华社南昌5月29日电 （记者 高
一伟）时值初夏，位于江西省横峰县的葛源革命
烈士纪念馆绿树成荫，在庭院中一座无名红军
战士塑像的注视下，专程前来参观的游客迈入
质地敦实的大门，追思革命烈士不屈的英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革命
根据地首府设在横峰县境北部的葛源镇。在
当年的腥风血雨中，横峰6万人民就有2万儿
女参军参战，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
杰出贡献，邱金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904年5月，邱金辉出生于江西省横峰
县，1925年考入南昌讲武堂，1926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同年，在北伐军进军江西时，邱
金辉回到家乡横峰县宣传革命，秘密发展党
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1927年

11月下旬，在方志敏等领导下，江西弋阳、横
峰等5县的党组织决定举行年关暴动。邱金
辉负责在横峰县葛源、邱家两区秘密串联，
宣传动员和组织农民革命团和自卫队。

1928年1月，方志敏等人领导的弋横起
义爆发，两县农民革命团组成六路纵队参加
起义，邱金辉任第六路指挥者之一，率农民
自卫队参加起义。弋横暴动后，自卫队进行
了整编，邱金辉被任命为农民革命军第二军
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连长。

弋横农民暴动胜利后，为保存革命力量，
起义部队撤向弋横交界的山区。邱金辉坚决
拥护方志敏、邵式平等在赣东北山区建立根
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张，并参
与指挥了金鸡山阻击战，消灭国民党军一个
连，粉碎了敌人对起义部队的第一次围攻。

面对敌人的围攻和艰苦的斗争环境，邱金辉
率领游击队，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用简陋的武
器和灵活多变的战术打击敌人，坚持斗争。

1928年6月底，由于叛徒告密，邱金辉
不幸被捕，被押送到敌军靖卫团团部。敌人
对他许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劝他投降，说
出党的秘密，交出党的组织，被他严词拒绝。
敌人见软的不行，便对他施以酷刑，在被囚的
短短几天里，敌人几乎把所有的酷刑都用遍
了，但丝毫没能动摇他那钢铁般的革命意志。

7月11日，遍体鳞伤、不时昏迷的邱金
辉被押往刑场。毫无人性的刽子手把他绑
在十字架上，剥去上衣，极其残忍地用刀在
他的左右肩胛各剜出一个洞，插上点燃的
蜡烛，用铁钉在他头顶钉出一个洞，插上点
燃的香火，并用火烧他的心窝。邱金辉忍
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毫不动摇，
正气凛然地高呼：“杀吧，杀死我一个，杀不
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会胜利！”邱金辉壮
烈牺牲，年仅24岁。

宁死不屈、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邱金辉

目前，我市已构建起以市血液中心为龙头、6家中心血站为纽
带、11家中心血库为补充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的采
供血服务体系。2017 年，我市 18 家采供血机构共采集血液

33.7153 万人次，54.2044 万单位，108.4 吨，基本保证了我市临床
用血需求。

但从总体看，我市临床用血仍相对较为紧张。截至2017年，全
市平均每千人口献血率为11.18‰，中心血库覆盖区域只有7.83‰，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10‰－30‰
的要求差距较大，季节性、地区性临床用血紧张情况仍时有发生。

去年重庆有33万人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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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为高考生保驾护航
5月24日，九龙坡召开了2018年高考保考工

作会。
九龙坡区教委主任熊孝良在会上传达了全国、

全市高考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宣读了《关于设置九龙
坡区2018年高考考点的通知》，介绍了今年九龙坡
高考工作准备情况，并对高考保考工作进行说明。

会上，区招委还与区交巡警支队、育才中学、杨
家坪中学签订了责任书。

随后九龙坡开召开了2018年高考送考工作会
以及高考考务工作会。

高考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九龙坡教委将
进一步做好保考送考等相关工作，确保考试工作零
失误、零事故、零投诉，助力每个学生都能考出精彩。

印发《高考工作指南》
职责任务更清晰

为方便各考点、送考、保考单位及全体考务工作
人员了解高考工作进程安排，掌握考务事项要求，弄
清流程时间规定，落实工作责任，提高工作效率等，
今年九龙坡区招办编印了《九龙区2018年普通高校
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指南》，作为2018年高考工
作指导材料，供参与高考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参考。

在这份工作指南中，工作人员可以清晰的看到
高考安排的相关流程，例如考点设置情况等，并对自
己相关职责和任务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九龙坡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高考工作指南》
是在九龙坡区委、区政府和九龙坡区教委的支持指
导下完成的，旨在做到“平安高考、和谐高考、阳光高
考、人文高考、满意高考”，实现“办人民满意高考”的
目标。

全区联动
让8846名考生考得放心

今年，九龙坡共有8846名参考学生，其中文科
2948名，理科5898名。同时还设置了6个考点、
299个考场。为了让考生考得平安、和谐、阳光，九
龙坡一如既往地给他们带去了来自全区27个单位
的鼎力相助。

九龙坡区委办、区府办负责保考牵头抓总工作，
对各保考单位进行衔接、协调、沟通；区委宣传部积
极引导社会、家长、考生支持理解高考，树立正确的
舆论导向；区保密局对试卷保密工作的各项环节进
行指导、检查、监督；区纪委监委检查、监督考务工作
人员执行考试纪律和履行监考职责的情况……

同时区教委也挑起重任，负责考生考纪教育、送
考工作的组织领导、考生的安全工作，并对考点和考
生集体住宿场所的房屋、周边环境等逐一进行排查，

做到事无巨细、全倾全力。
此外区经信委、区环保局、区城乡建委、区交通

委员会、区城市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公安消防支
队等都将为考生提供最优服务。

抓牢七个环节
做好考试组织工作

高考是学生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因此对九
龙坡而言，高考的每个环节都要抓实，才能帮助考生
考出满意的答卷。

“考前培训是很重要的一环。”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每堂考试前，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进入考务室接受
考前培训，主考要强调当堂考试注意事项以及上堂
考试中出现的问题。据了解，全体工作人员要配证
上岗，考场监考员要严格按照《重庆市普通高考监考
员工作程序及指令》和广播指令要求组织考试。

同时九龙坡还将抓牢考生入场环节、试题分发
环节、抓牢考试实施环节、收卷验卷环节、清场确认
环节以及外语听力环节。

特别是在外语听力环节中，九龙坡各考点都要
成立由校领导、外语教师、播音技术人员等组成的听
力监测小组。听力监测小组要对播音设备进行检
测，在听力考试前要用上年高考听力光盘对各个考
场的播音效果进行多次试听，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做
好试听及整改记录，同时还要制定听力考试应急预
案并进行演练，确保听力考试万无一失。

考虑渝高中学和铁路中学均有小语种（日语和
西班牙语）考生，九龙坡还将小语种考场安排在与其
他考场互不干扰的教室，提前对CD机做好检查和
维护，确保光盘播放效果。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九龙坡区教委提供

高考历来备受社会高度关注，为有效预防、
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高考中的重大突发事件，提
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九龙坡还特别制定
了处置预案。

除了成立高考重大突发事件防范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之外，九龙坡还提出了7个工作原则以
及信息送报原则。高考期间，该区实行每日报告
制度，工作人员从领到试卷起到18：00，通过规定
的考务信息平台上报试卷保密安全情况、考试准
备工作落实情况、考点考场布置及周边环境整治

情况等。
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处置九龙坡也

给出预案，例如考试中突然停电，区招办主任会
立即将情况向市教育考试院报告，并与供电部门
联系，尽快查明原因，采取措施，恢复供电。又如
考试期间发生冲击考点或其它治安事件，公安和
考点保卫人员将迅速采取措施对事态进行控制，
确保考生安全和考试不受影响，并立即报告区公
安分局、区招办、市教育考试院，同时增派警力控
制局面。

防范重大突发事件 九龙坡区出台应急措施及处置预案
“民飞的初选工作是2017年11月就展开了。”九龙坡区招生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共有空军成都招飞局，国航、南航2家
航空公司招办及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招办来选拔考生，最后有
45名考生通过体检。

据了解，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军飞、民飞体检除注重考生的身
体素质、心理品质的测试外，对文化成绩也更加重视。因此九龙
坡对后期“保苗”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要对学生的
学习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补习方案，要
给“苗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并充分调动老师的积极性，
指定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对相关考生文化成绩下功夫。

45名学生通过军飞、民飞体检 考试环境综合整治监督值班电话

考试管理：重庆市教育考试院67869200
九龙坡区招办：68966200
公安保卫：63752882
交通管制：68060713
交通运输：68596027
环境禁噪：68789230
食品卫生：68789600
卫生防疫：68782070
急救电话：120
消防电话：119

链接>>>

保考、送考工作会现场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记者 于佳欣）针对美国白宫29日
发布的声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迅速回应表示，我们对白宫发布的
策略性声明既感到出乎意料，但也在意料之中，这显然有悖于不久
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无论美方出台什么举措，中方都
有信心、有能力、有经验捍卫中国人民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中方
敦促美方按照联合声明精神相向而行。

商务部迅速回应白宫声明


